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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屏行为并非等同于之前微软打击番茄花园的维护著作权

的正当行为 ,因为番茄花园是作为盗版者的角色的 ,而家庭

用户不是。

第二 ,微软的黑屏行为更不是紧急避险 ,因为紧急避险

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以而为之的行为 ,而众所周知中国

电脑用户使用盗版微软软件已经是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现

象了 ,微软一番沉默的常态采取行动 ,完全无紧急性可言。

4　对微软“黑屏”事件的借鉴
面对着微软在此次“黑屏”事件中有恃无恐的态度 ,中

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 ,我国《反垄断法》就是要禁止滥

用市场垄断地位 ,微软过去利用盗版占据了垄断地位 ,又凭

借垄断地位将软件卖高价 ,攫取垄断利润 ,现在更凭借垄断

地位用黑屏“威慑”用户 ,这与其说是保护知识产权 ,不如说

是滥用知识产权。当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无法判定

微软此次的“黑屏”行动是否属于滥用其知识产权与支配地

位 ,是否涉嫌垄断时 ,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中

国软件产业为什么出不了微软这样的优秀企业 ? 当我们的

相对较具有潜力的金山公司所研发的 WPS 软件更适合国

人使用需求与习惯且提供免费下载时 ,却几乎无人问津 ?

1997年 ,微软的文字处理软件 Word97的价格仅定价

97元人民币 ,很快击垮了当时在中国还很流行的金山WPS

软件。但此后 ,Word97的后续产品 Office 系列在中国的价

格回到了 100美元上下 。面对着微软如此肆意的价格弹性

波动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 ,知识就是财富 ,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保护企业的财富。使用国产软件 ,有利于国内软件产

业和软件外包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国家产业升级 ,还

有利于国家信息安全 ,避免受制于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

微软降价来推广正版软件 ,而应当积极地用低价的正版国

产软件来替代盗版国外软件。

从长远来看 ,中国具有成本比较的优势 ,而且市场潜力

巨大 ,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但无论是外企入侵国内

市场还是国内企业与外资合作 ,如果自身不能控制核心技

术 ,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作为企业命脉的核心技术都掌握

在外方手上 ,那么中国企业仍将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中

国在从观念 、技术 、制度等方面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 ,

要加大自主开发知识产权力度 ,加快制度建设 ,以尽快形成

自主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中国企业则应该更加重视保护

自身的知识产权权益 ,坚持掌握知识产权的主导性 ,抓住知

识源泉的命脉 ,以无形的力量为民族企业发展创造更广阔

的良性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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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统下的西方法治探讨
———论基督教对西方法治的影响

张志杰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　要 :拟从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入手 ,主要谈及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法治形成的促进作用。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以

后 ,宽容 、自由的理念弥散于基督教教义当中 ,这些都对后世美国的宪政起了很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事实上 ,美国《独立

宣言》上所提到的造物主(creator)就是基督教中关于自然正义的化身 。由此可见 ,基督教对后世的法律生活有多么重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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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宗教仪式中看宗教与法律的关系
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 ,对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宗教仪

式了 ,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 ,宗教在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 ,

法律带有宗教崇拜的色彩 ,而宗教从直观上看就是宗教仪

式 ,宗教仪式是构建宗教信仰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同样 ,法
律的权威也体现在法律的某种仪式上 ,可以说不论古代的

法还是现在的法 ,在立法 、执法 、司法的过程中无不显露出

仪式的轨迹 ,从近年的司法改革中 ,我们看到法院在审判仪

式上的变化 ,从过去的军装 ,大沿帽到法官袍 、法槌的演变 ,

使我们能感觉到的是我国的法律文化正与世界尤其是西方

接轨 ,作为西方正义象征的女神的眼睛是被蒙着的 ,意即进

入法律程序中的裁判者的身份不同于他在社会中的角色 ,

法律的权威来源于它的正义性 ,美国法学家博登默说:正义

不仅要实现 ,而且应该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 ,正是

这种仪式化的法律才增强了人们对法律权威的信服 ,中世

纪神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是否有效 ,取

决于它的正义性。

2　基督教平等思想对西方法治的影响
构成近代西方法治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 ———平等 ,来

自于基督教经典著作《圣经》里的上帝造人之说 ,翻开旧约

圣经的第一页就可以看到上帝在造人之时并没有将人分成

三六九等 ,在《创世纪》中上帝在每六日将人造出 ,每七日便

安息了 ,从此就有了人类 ,在教会中基督徒也以弟兄姊妹互
相称呼 ,因为他们在天父那里是平等的 ,《圣经》中的关于人

类起源的问题以及众生平等的观念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宪政

思想。如洛克认为人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权利是造物主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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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人们的不可让与的自然权利 ,而《独立宣言》写道:“我们

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都享有上
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

追求幸福的权利” 。

在《圣经》中写到了上帝与人立约 ,表明上帝愿在此约

定下按约定来行事 ,这对西方人的契约思想及后来“法律至

上”的观念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 ,按西方人的逻辑 ,既然
上帝都愿意受契约的约束 ,为什么人不能按照契约法行动

呢 ?受基督教的影响 ,国王在就职时要进行隆重的加冕典

礼和涂油仪式 ,借此表明权力是上帝赋予的 ,它表明国王虽

然取得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带有神圣光环的特权 ,但仍低

于法律 ,应该“根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引导他的人民 ,
并且和他的人民一样服从法律 ,国王权力的两重性———即

崇高性和有限性的特征依然可见 ,由此可见 ,法律至上的观

念在英国已具雏形 ,法律至上在当时是在于限制王权的 ,但

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于近代的宪政产生有着深远的意义 ,因

为宪法的精髓和主要功能也在于限制国家权力。

法律至上的逻辑前提是法律个人或多元利益集团或政

治权力之间因合意而生的契约 ,在一个社会中是存在不同

的利益群体的 ,就好比在市场中存在许多工作竞争者 ,正是

不同竞争者之间的博弈才达到了一种市场配置资源的合理

性 ,同样在国家生活中要实现真正的法律至上也需要不同

的利益集团 ,正如昂格尔所说:“法律秩序要发展 ,必须以这
样一种环境为前提 ,即没有一个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永恒地

占据支配地位 ,也没有一个集团被认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

的统治权利 。集团之间这样一种关系可以被称为是自由主

义社会 ,或者用一种当代美国政治科学的更生动的语言 ,称

其为多元利益集团。”纵观英国近代宪法《大宪章》的形成过
程 ,可以看出这部成文宪法是在国王和教权 ,新兴资产阶级

和旧贵族的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才诞生的 ,正是这种社会不

同利益群体的斗争才会使人们坐下来通过契约的形式来达

成共识 ,大家按达成的协议共同生活才会达成一种法律至

上的观念 ,如果社会始终被一个集团所控制 ,那就很有可能
不是法律至上或仅仅是名义上的法律至上了。

3　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对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影响
在《圣经·罗马书》中使徒保罗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

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

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 ,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

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 ,就可
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

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 ,

是伸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

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 ,也为这缘故。因他们是神

的差役 ,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 ,当得粮的 ,
给他纳粮。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当惧怕的 ,惧怕他。当恭

敬的 ,恭敬他。

《圣经·罗马书》主要记载使徒的一些书信 ,其是使徒

保罗的这封书信 ,被认为是基督徒因遵守世俗法律的论述。

在《圣经》中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关于上帝之法与世俗国家之
法关系的陈述 ,显然保罗认为基督徒应遵守世俗权力。然

而 ,借助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西方基督教产生并发

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两种权力观 ,简单地说 ,即上帝之权

与国王之权 ,或者说上帝在人间权力的代表———教权与王

权。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中 ,他将人类世
界分为上帝主宰的天国和人类主宰的地国。由此可以看出

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存在这种二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 ,

国王须借助于教皇来巩固他的世俗统治 ,而教皇也须借助

国王的权力来保证教会的日常运作 ,这种教权与政权的关

系是此消彼长 ,难分伯仲的 ,教皇可根据宗教的教庑废除掉
一个暴虐的国君 ,国王也可以动用军队铲除掉一个不称职

的大主教。笔者认为但从宗教方面来说 ,这种二元政治体

制 ,使中世纪西欧城邦中的公民不再臣服于其中任何一去

力量。

自十六世纪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 ,世俗政权似

乎在地位上压倒了教权 ,教皇从些不能再与国王平分秋色 ,
但这种二元主义的政治观已深入人心 ,那就是国家不能强

迫人们去信仰某一种理念或精神 ,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他

的自由信仰 ,于是 ,“学管灵魂的事属于每个人自己 ,也只难

留归他自己” ,国家权力的扩大不能肃夺每个人属于他自己

的自由 ,笔者认为 ,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的深层次来
源就是基督教的二元政治体制。“16世纪德国的宗教战争 ,

尼德兰加尔文教徒的反抗 , 17 世纪英国清教徒移居北美和

随后的造反 ,17世纪“南特敕令”废除后法国加尔文教徒大

批出逃 ,都显示了历史传统的力量 ,这种持续上千年的独特

的政教关系在西方人深层的心理上积淀为一种根深蒂固的

意识 ,即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 ,政府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处

于工具性的作用 ,而不再是人的生命的指引者 ,在教权被压

制下去之后 ,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国家权力 ,而是自由 ,西方

人宁愿将生命交由自己的灵魂去自由支配 ,也不愿将其交

给一个同样充满着原罪的人组成的政府去支配 ,这 ,我想就
是基督教留给西方人最好的礼物季吧 ,的确 ,两种权力间的

争斗有时甚至是凶残的厮杀给西欧中世纪带来无数的混

乱 、动荡和罪恶。然而这一切痛苦的经历过去之后 ,人们看

到它也给西方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即近代自由主义 。所

以 ,西方人极为珍视这种来之不易的礼物 ,美国宪法修正案

的第一条就确认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国家没有权力去
干预人们的思想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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